APF 視訊／陳菊主委：人權會將深化亞太地區人權合作
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委陳菊於
109 年 11 月 11 日透過網路視訊，
與「亞太地區國家人權機構論壇
（簡稱 APF）」秘書處代表進行座
談，雙方就各項人權議題、會務
運作、國家詢查及提升行政人員
對人權業務之認識等交換意見，
並達成未來持續強化 APF 經驗提
供與人員培訓合作的共識。
APF 長期與台灣人權團體有
人權會與 APF 進行視訊會議。左起：諮詢顧問劉進興、黃嵩立教授、主委陳菊、
副主委高涌誠、秘書長朱富美。視訊：APF 特使努南女士。109/11/11

密切交流，並持續關注台灣成立
國家人權委員會的歷程。人權會

109 年 8 月 1 日揭牌成立，APF 秘書處主任費茲派克（Kieren
Fitzpatrick）先生即來函祝賀，並提出視訊座談的邀請。
除 費 茲 派 克 之 外 ， 包 括 APF 特 使 努 南 （ Rosslyn
Noonan）女士、主任顧問達根（Pip Dargan）女士、法律
及政策專家瓦德（Phillip Wardle）先生等，當天都在視
訊中再度讚許台灣防疫有成，並祝賀人權會成立與陳菊擔
任首屆主任委員，肯認這是台灣人權的新里程碑。
人權會主委陳菊於會場發言 109/11/11

與會者還包括高涌誠、王幼玲、王榮
璋、田秋堇、紀惠容、葉大華、鴻義章、
蕭自佑、張菊芳等人權委員，以及監察院
秘書長朱富美、諮詢顧問黃嵩立教授（人
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召集人）、劉進興教
授（前國策顧問）等。

人權會與 APF 視訊會議現場 109/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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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弱勢族群！陳菊主委：將努力落實國際人權公約
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委陳菊與 8 位人權委員，為
關注勞工、漁工與身心障礙者人權，於 109 年 11 月
27 日連續走訪高雄前鎮區「無障礙之家」
、
「海員漁
民服務中心」以及旗津區「勞動女性紀念公園」。
陳菊曾任高雄市社會局長、市長，因此走進「無
障礙之家」時，受到熱烈歡迎。這裡兼具兒童發展
中心、日間照顧中心、高齡照顧專區與雙老家庭等
服務，並持續

陳菊主委訪視高雄市無障礙之家 109/11/27

健全相關設施與制度發展，長期跟高雄市政府合作。
陳菊表示，人權會十分關切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CRPD)能進一步落實，讓所有身心障礙朋友，都能生活
在沒有障礙的環境，發揮潛能。此行也在「海員漁民服
陳菊主委訪視海員漁民服務中心 109/11/27

務中心」，就外籍漁工人權問題進行座談。

「勞動女性紀念公園」是為了紀念西元 1973 年嚴重超載造成的船難事件，25 位年輕女工
不幸罹難，其中未成年 19 位，甚至 6 位未滿 14 歲，因未婚罹難而合葬為「25 淑女之墓」
，在
陳菊市長任內，闢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
。過去重男輕女，女性常須放棄就學，並負起家庭
經濟的重任，藉此感念昔日女性對經濟發展的犧牲與貢獻，並宣示工安的重要性。

走訪不義遺址！陳菊主委首度重返「安康招待所」
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委陳菊與 10 位委員，於 9 月 21 日在促
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主委楊翠、法務部長蔡清祥陪同下，走訪不義
遺址「安康招待所」
。陳菊說，41 年後再回到這裡，心情非常複
雜，當時眼睛被綁著進來，完全不知道這裡長什麼樣子。
人煙罕至的「安康招待所」，直到西元 1987 年解除戒嚴之
陳菊主委重返安康招待所 109/09/21

前，專為偵辦匪諜案或叛亂

案，由調查局和警備總部兩大情治系統共駐，為的是方便
「隔牆逕行移送」
。1979 年末發生美麗島大逮捕，陳菊與
黃信介、姚嘉文等多位政治受難者，都曾在此拘禁偵訊。
陳菊說，不義遺址的保存，在於提醒世人，犧牲的印記無
法抹滅，追求民主的過程是艱難的。

陳菊主委等人聽取導覽 109/09/21

防制酷刑機制！捷克人權律師崔寶維開講
人權會 109 年 11 月 23 日邀請捷克人權律師崔寶維(Pavel
Doubek)博士，演講捷克「禁止酷刑公約之國家防制機制」
。人
權會副主委高涌誠與王幼玲、紀惠容、葉大華、田秋堇、鴻義
人權律師崔寶維(中)蒞院演講 109/11/23

章、蕭自佑、張菊芳委員等人，計約 40 人出席，交流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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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會與教育部合作！人權教育從師資培育開始
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委陳菊、副主委高涌誠及
田秋堇、蕭自佑、鴻義章、賴鼎銘等委員，於 109
年 11 月 23 日前往位於新北市三峽的「國家教育
研究院」
，與教育部次長蔡清華等相關人員，就校
園人權教育進行座談，並特別對教師、主任與校
長的培育過程，如何扎根人權意識，發展友善人
權教育環境等問題，共同討論並達成合作共識。
陳菊主委與教育部次長蔡清華(中)等人合影 109/11/23

國際人權日—兒童婦女系列活動
陳菊：人權是永遠的追求
國家人權委員會分別於 109 年 11 月 19 日與 21
日，舉辦人權日系列活動，包括「1120 國際兒童日─
聽你說、聽我說」以及「1125 國際終止婦女受暴日─
紫有愛沒有暴」的活動。

兒少人權活動現場合影 109/11/19

主委陳菊表示，人權是永遠的追求，人權委員會對於社會上每個角落的聲音與不幸，未
必能全部關照到，但希望藉由努力，讓社會知道弱勢者的聲音，進而一起聆聽、協助。
兒少人權活動有來自中央、地方以及身障、學習障礙、原住民、新住民、離島、偏鄉等 49
位兒少代表，由 7 位監察委員以世界咖啡桌的形式，分別引言探論不同人權議題。在模擬記
者會上，小小記者的熱烈提問，展現對政治社會焦點新聞，有著不輸成人的關注。
導演魏德聖在「紫有愛沒有暴」座談會表示，
他認為過去台灣的人權問題，並不是族群衝突的
問題，而是父系侵略文化與台灣母系包容文化的
衝突。台灣的母系文化，像大河一樣包容所有的
「紫有愛沒有暴」活動現場合影 109/11/21

支流，匯集成大河後，流向大海，奔向世界。

出席 APOR 視訊會議 分享監察院重要職權行使績效
監察院國際事務小組委員林盛豐、紀惠
容、范巽綠、賴鼎銘及秘書長朱富美，出席 109
年 11 月 4 日至 5 日第 32 屆 APOR 區域會議。
第 6 屆監察委員首次參加 APOR 區域會議，
考量 Covid-19 疫情，以視訊會議進行，包含
APOR 區域理事長 Peter Boshier、區域理事

監察委員及秘書長出席 APOR 視訊會議 109/11/04

Deborah Glass 等，均對於第 6 屆監察委員及我國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表達祝賀。國際事務
小組召集人林盛豐向 APOR 會員分享監察職權行使績效；委員紀惠容發表「後疫情時代監察使
在女性人權保障之角色」專題演說，並就疫情期間監察職權之行使，與各國監察使交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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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如何處理陳情案件
監察院收到陳情案件，會先瞭解案情及問題點。如果是已經處理過的案件，就併前案處理；
如果是新收的案件，就先發函給相關機關，要求釋明。

收受陳情書

監察院收到機關函復後，即進行分析研判，如果
案件涉及違失，監察委員會立案調查；如果案件性質

查明是否為
已處理之案件

是

併前案處理

否

函請機關釋明

涉及政策性、專業性、公益性、得糾正之案件，則移
相關委員會處理。監察院調查之案件，應提出調查報
告，對於有違失的機關，會提案糾正或函請改善；對

涉政策性案件

有違失

無違失

委員會處理

立案調查

函復陳情人

於有違失的公務員，則提案彈劾或糾舉。不過，陳情
案件如果進入行政救濟或司法程序，或者陳情人已向
有關機關陳訴，依規定監察院原則上不予調查。
陳情案件經研判後，如果被陳情機關沒有違失，
監察院會函復陳情人。但如果收到的是匿名信、內容

函請改善

糾正

糾舉

彈劾

監察院收受陳情書之處理流程

重複、空泛、謾罵、荒謬、無新事證，依規定不用函
復陳情人。

此外，對於應依民刑事訴訟程序救濟的陳情案件，或者被陳情者不是監察院依法可以處
理、糾正、糾舉、彈劾的對象，監察院仍會函復陳情人，告知正確的解決途徑，以保障其權益。

認識「糾正」
提出糾正限期改善

監察院在調查行政院及其所屬機關之工作及設施後，
經有關委員會的審查及決議，如認有違失，得由監察院提
出糾正案，移送行政院或有關部會，促其注意改善；如超
過 2 個月仍未將改善與處置的事實答復，監察院得以書面

超過 2 個月未將改善與
處置的事實答復

改善

質問或通知被糾正機關的主管人員到院接受質問。
★例如：第 6 屆監察委員對於法務部矯正署於監獄行刑法、羈
押法修正前後，對各矯正機關辦理律師接見業務承辦人未進
行說明或講習，致發生矯正機關實際作法與刑事訴訟法第
105 條規定不符等情案，糾正法務部矯正署。

書面
質問

通知被糾正機關
的主管人員到院
接受質問

結案

提出糾正後之辦理流程

內政及族群委員會質問有關兒少安置機構品質不佳案
監察院內政及族群委員會於 109 年 11 月 5 日，
就王幼玲及田秋堇委員調查並糾正「衛生福利部長久
以來以個案計算兒少安置費用辦理法定服務，影響安
置機構品質」案，因該部對糾正事項未有適當改善，
內政及族群委員會第 6 屆第 4 次會議 109/11/05

爰辦理質問。委員指出政府對公私立兒少安置機構費

用差距懸殊，導致社工人力不足，造成安置兒少照顧品質不佳，希望衛福部重新計算安置的合
理經營成本，建立分級分類制度及一致照顧標準，不因所處縣市不同，而有差別待遇。針對委
員質問事項，陳時中部長等相關主管人員逐一說明，並表示再行檢討相關問題及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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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及獄政委員會巡察司法院 彼此充分溝通與交流
監察院司法及獄政委員會於 109 年 11 月 24
日上午巡察司法院，由於本次係第 6 屆委員上任
後，首次前往該院，除由召集人蔡崇義委員帶領
近 20 位委員出席外，監察院長陳菊亦同時與會，
聽取司法院本院、最高法院及懲戒法院業務簡報，
巡察委員亦提出司法審判、司法行政、大法官會
議、公務員懲戒及法律扶助等多面向之問題與意
司法及獄政委員會巡察司法院 109/11/24

見，彼此充分溝通與交流。

外交及僑政委員會巡察外交部 瞭解業務推動情形
監察院外交及僑政委員會召集人林文程委員
等 10 位監委於 109 年 11 月 24 日巡察外交部，
聽取外交部長吳釗燮業務簡報，瞭解業務推動情
形。召集人林委員在總結時，肯定外交部同仁各
項努力，並表示外交是門有無限可能的藝術，期
許能不斷地自我提升與突破。對於新南向政策，
林召集人也建議外交部等相關部會，應秉持政府
外交及僑政委員會巡察外交部 109/11/24

一體，強化橫向聯繫，以發揮更強之外交戰力。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巡察文化部及教育部

國防及情報委員會巡察
國防部、國安局科技中心
監察院國防及情報委員會 109 年 11 月

監察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 109 年 11 月

13 日由召集人浦忠成委員偕同監察委員共

20 日上午由召集人賴鼎銘委員偕同監察委

14 人巡察國防部，聽取有關強化後備動員體

員等 17 人巡察文化部，對國際影音平台、文

制、採購紀律、軍中人權等簡報，由參謀總

創園區經營、文化近用、文化公民養成及文

長黃曙光上將率各業管回應委員所提後備

化傳播多元化等議題進行垂詢。下午前往教

動員訓練等 26 項議題；另前往國家安全局

育部巡察，針對教師聘任、校園性侵霸凌、

電訊科技中心並舉行座談會，由邱國正局長

禁菸反毒、特教生協助及吹哨者工作權保障

率各業管回應委員所提 15 項議題。

等議題提出詢問及建議。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巡察文化部 109/11/20

國防及情報委員會巡察國安局電訊科技中心 109/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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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及經濟委員會巡察經濟部及台電公司
為瞭解能源轉型政策執行情形，監察院財政
及經濟委員會於 109 年 11 月 26 日至 27 日，由
召集人田秋堇委員等 8 位委員至雲林、彰化及臺
中地區巡察經濟部及台電公司業務，聚焦在能源
轉型政策執行情形、農地違章工廠輔導改進措施、
台電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計畫推動現況、離岸風
電國產化落實情形、經濟部捐助之財團法人執行
巡察台電公司彰濱太陽光電及風電廠 109/11/26

業務績效、產業競爭力發展中心成效等議題。

監察委員巡察新北市 關切五股垃圾山整頓推動情形等
田秋堇、趙永清委員於 109 年 11 月 6 日巡察
新北市，關切推動節能減碳、核能防災應變措施
及五股垃圾山整頓情形。委員對於市府團隊打造
新北市為宜居城市之用心，印象深刻。另參觀新
北市政府行政大樓智慧監控整合系統，瞭解市府
透過該系統，使大樓整體建築「智慧節能化」
，也
前往五股垃圾山，勘察整頓情形，瞭解市府拆除
違建廠家，將垃圾山逐步轉型為公園綠地之努力。

趙永清(左 1)、田秋堇(左 2)委員勘察垃圾山 109/11/06

監察委員巡察雲嘉縣市
關心偏鄉教育發展情形

監察委員巡察桃園市
期許施政應解決人民問題
施錦芳、蔡崇義委員於 109 年 11 月 16

監察委員陳景峻、賴鼎銘於 109 年 11 月

日赴桃園市巡察，關切其施政成效及各項重

26 日至 27 日，至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巡

大建設執行情形，並拜會議長邱奕勝、市長

察，瞭解各縣市政府施政情形，並受理民眾

鄭文燦。委員提醒市府各機關於決策時，應

陳情。委員表示，地方巡察的意義，不僅在

以解決人民的問題為優先，避免因本位主義

於監督施政缺失，更盼望藉由監察權之行使，

而造成人民權益無端受損，並期許航空城、

成為中央與地方間的溝通橋梁。委員特別關

亞洲矽谷計畫及軌道建設，三箭齊發，加速

注偏鄉教育發展，實地參訪雲林縣樟湖生態

城市轉型，讓桃園更具競爭力。

國民中小學，瞭解實驗教育推行成效。

蔡崇義(左)、施錦芳(中)委員聽取市政簡報 109/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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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景峻(左 3)、賴鼎銘(左 4)委員巡察樟湖生態國民中小學
109/11/26

監委履勘教召部隊訓練情形 親自示範射擊要領
監察委員浦忠成、陳景峻、林文程、高涌誠及
賴鼎銘，於 109 年 11 月 19 日為「落實國防後備動
員機制及提升動員能量之調查」通案性案件調查研
究，赴北區後備訓練中心履勘教召部隊訓練情形。
其中，服役時為戰技班成員的浦委員親自示範步槍
射擊八大要領，並成功利用雷指器完成步槍歸零，
指導國軍戰鬥技能。

浦忠成委員親自示範步槍射擊 109/11/19

網路財產申報「介」方便 授權介接財產資料「介」輕鬆
%

100
80
60

4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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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提醒公職人員，每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公職人員財產定期申報受理情形

1.91
103

54.46
14.40

104

62.03

71.37
51.21

78.59

85.26

79.49
67.26

24.01

31 日利用「監察院財產申報系統」辦理定期財產申
報，省時又簡便！若已辦妥概括授權介接定期財產資
料，請自 12 月 5 日起，至申報系統下載資料參考，
12 月 31 日前將申報表上傳完成申報手續，以免逾期

105

定期網路申報比率

106

107

財產介接授權比率

108

年度

註:109 年定期申報概括授權比率為 86.16%。

受罰；無法提供介接之財產資料（如：國外不動產等）
，
應以新增方式填入系統。統計截至 108 年底定期網路
申報比率達 85.26%，較 107 年底 78.59%提升 6.67%。

監委就任 4 個月核派調查案件類別結構比

核派調查以財經類居冠

第5屆

第6屆

至 109 年 11 月底，第 6 屆監察委員共計核
派調查 241 案，平均每位委員核派 9.3 案，較
第 5 屆同期之 7.9 案，增加 1.4 案；按案件類
別觀察，主要以財經類 58 案（占 24.1%）為最
多，其次為司法類 56 案（占 23.2%）
、內政類 49
案（占 20.3%），前三排序與第 5 屆同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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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永清、田秋堇委員分享科學辦案經驗
監委趙永清、田秋堇於 109 年 11 月 9 日受邀就
「核四重件碼頭影響貢寮鹽寮、福隆沙灘案」指導
監察調查處同仁，如何科學辦案，並進行經驗分享。
二位委員表示，保護國家極危植物「海米」刻不容
緩，相關機關應積極充實當地沙灘沙源，以恢復當
趙永清委員(右)進行經驗分享 109/11/09

地觀光榮景與珍貴海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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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鼎銘、林盛豐委員講解「案件命名與選取關鍵詞」要領
監委賴鼎銘、林盛豐於 109 年 11 月 16 日受邀
就「如何將『案由』擇定『案名』及選取『關鍵詞』」
指導監察調查處同仁，並就實際案例進行說明。將
調查案件選取適切「案名」
，並依原則設定「關鍵詞」
，
使民眾都能透過監察院網站，精準、快速搜尋相關
賴鼎銘(左)、林盛豐(右)委員指導同仁 109/11/16

調查案資訊，有助提升查詢效率。

積極移轉國家檔案便利民眾應用
監察院配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辦理國家
檔案移轉作業，迄今已完成移轉二二八事件、美麗島事
件、重大政治事件、國家安全類、38 年以前全部檔案、
39 年至 60 年彈劾案、糾舉案、糾正案、同意權等共計
5,609 案 5,854 卷珍貴國家檔案。該局 國家檔案資訊
網 已逐步展示，歡迎各界多加利用。

收錄於國發會檔管局國家檔案資訊網監察院同意二二八事件調查案卷解密

監察院新進一批生力軍報到！
監察院 109 年 8 月迄今新進
28 位生力軍，於短時間內注入多
位新血實屬難得。為利單位間業
務交流、雙向聯繫溝通及增進彼
此瞭解，爰安排於 109 年 11 月份
工作會報前，由朱富美秘書長帶
領主管率先進行自我介紹，接著

朱富美秘書長(坐者中)與新進職員及一級單位主管等人合影 109/11/24

讓同仁相互認識，並與一級單位主管等人合影，藉此連結同仁間情誼，有利未來業務推展及
增進行政效率。每位同仁均來自不同專長領域，朱秘書長特勉勵同仁，發揮專才，貢獻所學，
相信未來能使監察院職權及國家人權業務開啟新頁！

監察院晴聲社在中正紀念堂演唱 表演精彩獲好評
晴聲社於 109 年 11 月 28
日赴中正紀念堂參加「大孝門
廣場藝文活動」演出，在指揮高
端禾及伴奏鐘涵雯老師指導
下，演唱 9 首合唱曲，贏得滿堂
喝采。監察院朱富美秘書長及
朱富美秘書長(前排左 9)及劉文仕副秘書長(前排左 12)與晴聲社合影 109/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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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仕副秘書長亦到場欣賞。

